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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常山北明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15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池俊平

张

莉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183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183 号

电话

0311-86673856

0311-86673856

电子信箱

chijunp52@sohu.com

ally0629@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605,000,162.72

4,356,736,034.33

-17.25%

-85,516,062.88

30,078,504.96

-384.31%

-194,648,782.94

-82,572,782.12

-135.73%

21,070,495.01

-639,628,142.84

10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5

0.0184

-39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5

0.0184

-39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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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0.50%

-1.9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4,036,074,723.07

14,156,415,878.09

-0.85%

5,827,027,249.63

5,912,543,312.51

-1.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1,2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石家庄常山纺
织集团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28.48%

455,296,184

0 质押

168,000,000

北京北明伟业 境内非国有法
控股有限公司 人

12.42%

199,340,257

0 质押

75,670,000

林芝腾讯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2.68%

42,847,100

0

北京万峰嘉晔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管理中心
人
（有限合伙）

1.61%

25,773,802

0

深圳市神华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集团有限公
人
司

1.00%

15,940,370

0

李锋

境内自然人

1.00%

15,922,053

11,941,540

应华江

境内自然人

0.94%

15,004,096

11,253,072 质押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0.50%

8,060,787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四零三组合

0.50%

8,005,713

0

张武

0.38%

6,100,000

0

境内自然人

7,961,022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北京万峰嘉晔投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北明软件公司员工持股。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李锋与应
的说明
华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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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前所未有的肺炎疫情，公司上下努力拼博，迎难而上，
积极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保证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0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25%。主要是纺织主业受疫情影响显著，下游客户订单需求
因此缩减，影响了公司上半年销售目标的达成，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5.53%，而软件主业伴随国内疫情好转，第二季
度收入大幅上升，达到11.65亿元，季度环比增长130.92%，上半年累计收入基本达到上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8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4.31%，但二季度实现盈利，净利润从一季度的亏损0.99亿元到二季
度的盈利0.13亿元，季度环比增长113.58%。主要是纺织主业在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较多的同时，产品单位成本因产能利用
率降低而有所上升，导致销售毛利率出现下降，虽然二季度经营情况相比一季度有了较大改善，但未能扭亏，上半年亏损0.82
亿元，而软件主业二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紧紧把握市场行情，加快推进市场商机转化和项目实施进度，快速实现经营的
稳定，主营业务毛利率得到一定提升，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盈利，其中二季度实现盈利0.46亿元，盈利
水平已超过去年二季度。同时，为保持和扩大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司继续加强研发项目的投入，报告期内，研发费－费
用化支出0.97亿元，较上年增加0.53亿元，使得上半年业绩低于上年，剔除研发费用增加因素，软件业务上半年盈利情况好
于去年同期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疫情防控迅速精准有实效。疫情发生后，公司及下属企业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定了防控工作预案
等一系列防控规章制度，建立了员工健康卡和各类台帐，筹措采购防疫物资，坚持日排日报，全面落实疫情排查、消杀防护
等防控措施。腾讯宣布设立2亿元资金池，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旨在联合更多服务商和开发者，为抗击疫情服务，
截至2020年6月30日，北明软件控股子公司北明数科作为“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工信部、民政部等部委以
及北京、江苏、安徽、黑龙江、河北、广州、武汉、黄冈、嘉兴、玉环、宿州等十几个省市地区的疫情防控防控小程序开发、
维护工作。除研发小程序外，北明软件无偿开放多项在线平台服务，包含移动微法院、网上庭审、互联网仲裁、在线行政争
议调解中心、北明微审批平台等，其中为广州提供的互联网仲裁平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互联网劳动仲裁庭审的平台。
二是纺织主业危中寻机谋发展。纺织主业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加快复工复产后产
能恢复和达效，与上下游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做好原材料储备，努力实现产销平衡。用好用足国家为应对疫情出台的金融、
财税等救助政策，缓解资金压力；通过强化精细管理，实现节能降耗；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创收增效；通过应用
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更新产品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坚持“过紧日子”，压缩非生产性支出，降本节支，确保资金正常
周转。在全年任务指标逐项分解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量化，用任务倒逼责任、目标倒逼进度、考核倒逼落实，完善
薪酬激励导向机制，强化指标考核。
三是软件板块多点布局求突破。以前期重点发力建设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简称“ODR平台”），全面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的核心业务系统，截至目前， ODR平台已经在浙江、北京、广东、云南、江苏等二十余个省市落地，为市域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科技支撑。北明软件在政法领域的签约额呈现了快速增长趋势；2019年9月，公司
子公司北明软件与ODR核心团队等合资成立了“北京枫调理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市域社会治理辅助运营类服
务”，专项经营“基层社会治理人才教育与培养”服务、与腾讯集团和中国网安等共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
制保障的开放式法律存证“至信链”服务，通过“区块链要素存证+多元化解服务+行政背书+司法背书”的核心业务模型，深度
介入社会主要经济矛盾纠纷的产生源头，提前预防和快速化解类型化商业纠纷，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辅助服务能力，并在
多省市初见成效，成为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行业主管部门重点关注业务领域和试点项目，并在后疫情期的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智慧城市领域，北明软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业务的深度融合，新推出城市运营中心、互联网+监管、应急指挥系统、智能客服机器人等解决方案。
常山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的机房楼、动力楼业已竣工并交付使用，腾讯、阿里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三大运
营商正式入驻，现正在加大招商力度，积极对接客户，争取早日达产达效。智慧城市项目多点开花。与腾讯合作，深度参与
了国省事、北京通、数字广东、数字湖北、智慧宿州、长沙城市智脑、江苏省政务服务、深圳盐田智慧城市、深圳罗湖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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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教育等多个项目。北明软件与华为联合中标的长沙市望城区智慧城市项目是全国第一个基于全鲲鹏架构下的智慧城市，华
为及北明将共同构建长沙望城“云底座”，提供城市大数据以及智慧城市应用等服务。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大平台共享、大
数据慧治、大系统共治”的顶层新架构，推动政府数据治理，释放政府数据红利，形成大数据驱动、智能化运行、多主体协
同、内生性治理的“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公司同样与华为公司联手，利用北明软件优势技术，携手打造智慧供热的民生工程，助力政府的社会服务。2019年，华
为和北明联合体中标哈尔滨市智慧供热试点项目，由华为和北明联合承建施工，全面采用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技术，由端、管、云架构构建了一个端到端的智慧供热平台，在2019-2020供暖季取得良好运行效果，平均热耗下
降7%。该项目为国内首个在大地理尺度公共事业领域真正落地、从数据采集到负荷预测、AI算法模型、直到末端平衡联动
控制的全集成解决方案；第一次将供热行业涵盖源、网、站、户的全环节生产过程统一在一个平台上的，实现了全流程、全
工艺的数据融合和控制逻辑的全面贯通。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7 月5 日修订发 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一次会议批准了该会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计政策变更。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新收入工具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
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
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
期间信息。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
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
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
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
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
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
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收
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资产
其中：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负债
其中：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2020年1月1日
账面价值

-787,135,894.43
787,135,894.43
-378,742,131.88
378,742,131.8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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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增加1家合并单位，为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北明信创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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